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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MQ HTTP SDK 1.0.7（2020-03-25）

新版的 artifactId 改为"cmq-http-client"。
修复异常信息被吞的 Bug。
移除掉了未使⽤ Client，同时修复了 issue#6、#7。

代码仓库地址 >>

CMQ TCP SDK 1.1.1（2020-02-12）

新特性

添加管理流相关接⼝，如创建队列、创建订阅等。

补全相关单元测试，默认构建时不开启。

pom ⽂件兼容 maven 3.0+。

Bug 修复

修复事务消息异常被吞问题。

修复配置中超时时间对 TCP ⽆效的问题。
修复并发场景中出现“重复鉴权”的异常。

代码仓库地址 >>

CMQ HTTP SDK 1.0.6（2019-11-12）

新特性

SDK 的配置对象化，增加超时时间、是否打印慢操作⽇志等参数，详情⻅ CmqConfig 对象。
新接收消息、发送接⼝性能提升6倍。
新增⾃动慢操作、异常⽇志打印（需⽤户配置⽇志⽂件）。

新发送接⼝增加 requestId 的返回，⽅便客户问题跟进。

Bug 修复

修复偶发 JSON 序列化异常问题。
其他代码规范问题的修复。

⽇志配置操作。

SDK ⽂档
SDK 更新⽇志
最近更新时间：2021-12-29 16:02:56
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sdk/tree/1.0.7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tcp-sdk/tree/v1.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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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K 已经使⽤ slf4j 打印⽇志，但没有具体的⽇志配置⽂件，⽤户在 classpath 中添加 log4j 或 logback 等⽇志框
架的配置⽂件即可。

使⽤建议

使⽤新的（batch）receiveMessage 接⼝接收消息（⻓轮询等待时间由队列的设置决定）。

使⽤新的（batch）send 接⼝发送消息（可以返回 requestId）。

代码仓库地址 >>

CMQ SDK 1.05（2019-06-28）

CMQ ⽀持基于 TCP 协议的 SDK 调⽤，使⽤更少的计算资源、更安全的客户端线程、更⾼效的传输效率、更优的使
⽤体验、更多样的特性⽀持。

CMQ SDK 1.0.4（2017-04-07）

CMQ SDK ⽀持 sha256 签名，您可在初始化 Account 中调⽤ setSignMethod（具体⽅法名可参考代码说明）设置

签名⽅法。

修复已知 Bug。

CMQ SDK 1.0.3（2017-03-13）

CMQ 新增特性：消息回溯、消息延时、订阅路由功能。

CMQ SDK 1.0.2（2016-12-01）

SDK ⽀持主题和订阅模式。
C++ SDK 改⽤ cmake 管理项⽬。
Java SDK 改⽤ maven 管理项⽬。

CMQ SDK 1.0.1（2016-10-12）

优化客户端超时体验。

修复 PHP SDK 鉴权失败 Bug。
修复 PHP 发送消息 Bug。

CMQ SDK 1.0.0（2016-09-07）

同时上线 C++、Java、Python、PHP 四个语⾔版本。
SDK 封装了发送消息、接收消息、删除消息等操作接⼝。
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sdk/tree/1.0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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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腾讯云消息队列 CMQ ⽬前⽀持 Java、Python、PHP 及 C++ SDK ，后续会⽀持更多语⾔。欢迎⼴⼤开发者根据
API 说明开发更多语⾔版本的 SDK。 
由于分配资源和释放资源需要1s左右的时间，当前消息队列 SDK 在创建及删除队列/主题时会有1s 延迟，建议在程

序中增加创建和删除的时间间隔保障调⽤成功。

为了保障数据传输的安全，为您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，腾讯云团队将在2019年1⽉31⽇23:59:59停⽌对主题及队
列的公⽹ HTTP ⽅式的访问，建议您将公⽹接⼝请求域名改为 HTTPS。
修改公⽹接⼝请求域名的⽅式如下：

判断接⼊域名中使⽤的协议是否为 HTTP，如果有，将其替换为 HTTPS 即可。 

例如：  endpoint=http://cmq-topic-gz.api.qcloud.com 该接⼊⽅式为 HTTP 协议访问⼴州主题公⽹

域名，修改为：  endpoint=https://cmq-topic-gz.api.qcloud.com 。

下载地址

不同语⾔版本 SDK 的 GitHub 地址如下：

Java SDK
Python SDK（默认为 Python2 SDK，您可切换⾄ Python3 分⽀中查看 Python3 SDK ）
PHP SDK

C++ SDK

注意事项

使⽤ SDK 前⾄少要获取 SecretId、 SecretKey 和 endpoint（即请求发到哪个地域，⾛内⽹还是外⽹）。endpoint 说
明如下。

队列模型

HTTP SDK
最近更新时间：2020-11-20 15:40:11

注意：
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sdk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python-sdk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php-sdk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cpp-sdk
https://console.intl.cloud.tencent.com/capi
https://console.intl.cloud.tencent.com/ca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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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参照下⾯说明将域名中的 {$region} 替换成相应地域：

外⽹接⼝请求域名：  https://cmq-queue-{$region}.api.qcloud.com 

内⽹接⼝请求域名：  http://cmq-queue-{$region}.api.tencentyun.com 

">

主题模型

请参照下⾯说明将域名中的 {$region} 替换成相应地域：

外⽹接⼝请求域名：  https://cmq-topic-{$region}.api.qcloud.com 

内⽹接⼝请求域名：  http://cmq-topic-{$region}.api.tencentyun.com  

  

如果业务进程也部署在腾讯云的 CVM ⼦机上，强烈建议使⽤同地域的内⽹ endpoint。例如：在腾讯云北京地域的
CVM ⼦机，则建议您使⽤  http://cmq-queue-bj.api.tencentyun.com 。原因如下：

同地域内⽹时延更低。

⽬前消息队列对于公⽹下⾏流量是要收取流量费⽤的，⽤内⽹可以节省这部分的费⽤。

说明

{$region}需⽤具体地域替换：gz（⼴州），sh（上海），bj（北京），shjr（上海⾦融），szjr（深圳⾦融），hk
（中国⾹港），cd（成都），ca(北美)，usw（美⻄），sg（新加坡）。公共参数中的 region 值要与域名的 region

值保持⼀致，如果出现不⼀致的情况，以域名的 region 值为准，将请求发往域名 region 所指定的地域。

Demo⼯程使⽤

准备 Demo 环境

1. 安装 IDE 
您可以安装 IntelliJ IDEA 或者 Eclipse，本⽂以 IntelliJ IDEA 为例进⾏说明。
请在 下载 IntelliJ IDEA Ultimate 版本，并参考 IntelliJ IDEA 说明进⾏安装。

2. 下载 Demo ⼯程 

请在 下载 CMQ-HTTP 的 Demo ⼯程 到本地，解压后即可看到本地新增的 cmq-java-sdk-master ⽂件夹。

配置 Demo ⼯程

1. 创建资源
您需要在控制台创建所需消息队列资源，包括 CMQ 队列名、SecretID、SecretKey。 
具体创建过程请参考 队列模型快速⼊⻔ 和 主题模型快速⼊⻔。

2. 导⼊ Demo ⼯程⽂件 

在 IDEA 的开机界⾯打开⽂件夹。 

https://www.jetbrains.com/idea/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sdk
https://intl.cloud.tencent.com/document/product/406/8436
https://intl.cloud.tencent.com/document/product/406/84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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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⽂件夹后，Demo ⼯程⽂件存于  /src/main/java/com/qcloud/cmq/example ⽂件夹下。

3. 配置 Demo 参数 

修改⽂件请求地址、密钥对等。以 Producer 为例，配置如下：

String secretId="获取的SecretID"; 

String secretKey="获取的SecretKey"; 

String endpoint = "https://cmq-topic-{$region}.api.qcloud.com"; 

String queueName = "test";

选择“新建队列”和“使⽤已有队列”：

//创建新队列并设置属性 

QueueMeta meta = new QueueMeta(); 

meta.pollingWaitSeconds = 10; 

meta.visibilityTimeout = 10; 

meta.maxMsgSize = 1048576; 

meta.msgRetentionSeconds = 345600; 

Queue queue = account.createQueue(queueName,meta);

//使⽤控制台已有队列 

Queue queue = account.getQueue(queueName);

本 Demo 使⽤的是当前账号已有队列，如需选择新建队列，修改 queueName 为将要创建的队列名，然后找到新
建队列相关代码取消注释。

注释代码均为常⽤操作，“删除”操作需谨慎使⽤，其他类中的配置参考 Producer 类。

运⾏ Demo

使⽤队列模型收发消息

先运⾏ Producer 类发送消息，再运⾏ Consumer 类接受消息。 

发送消息代码⽰例：

String msg = "hello!"; 

String msgId = queue.sendMessage(msg); 

System.out.println("==> send success! msg_id:" + msgId);

接收消息代码⽰例：

Message msg = queue.receiveMessage(10);

使⽤主题模型收发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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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⾏ TopicDemo 类，主题模型请求域名参考 主题模型请求域名。 
发布消息⽰例：

String msg = "hello!"; 

String msgId = topic.publishMessage(msg);

处理消息⽰例：

String queueName = "test"; 

String subscriptionName = "sub-test"; 

String Endpoint = queueName; 

String Protocol = "queue"; 

account.createSubscribe(topicName,subscriptionName, Endpoint, Protocol);

创建订阅者时填写⼀个队列，⽤队列处理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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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MQ ⽬前已开放基于 TCP 协议的 SDK 调⽤，⽀持普通消息、事务消息、延迟消息、异步消息的收发功能。其中，
事务消息特性仅通过 TCP ⽅式实现。 
TCP 协议⽬前⽀持公⽹访问以及同地域的私有⽹络的 CVM 内⽹访问⽅式，暂时不⽀持基础⽹络的内⽹访问⽅式。 

本⽂主要介绍 TCP SDK 使⽤⽅式，提供 Demo ⼯程的安装、下载、配置及运⾏⽰例，帮助⼯程师快速搭建 CMQ 测
试⼯程。

TCP 协议优势

更少的计算资源

HTTP 针对请求鉴权，每次请求都需要签名；TCP 针对链接鉴权，只需要建⽴连接的时候对链接鉴权，节约客户
端计算资源。

更安全的客户端线程

TCP 客户端线程安全，多个线程可使⽤相同的链接，节省链接资源。
更⾼效的传输效率

TCP 传输提⾼有效数据占⽐，在相同客户端下，拥有更⾼的吞吐量和 QPS，相⽐ HTTP 具有更⾼效的传输效
率。

更优的使⽤体验

TCP ⽀持异步接⼝，⽀持回调。
更多样的特性⽀持

TCP ⽀持 CMQ 最新的分布式消息事务。

Demo⼯程使⽤

准备 Demo 环境

1. 安装 IDE 
您可以安装 IntelliJ IDEA 或者 Eclipse，本⽂以 IntelliJ IDEA 为例进⾏说明。

请在 下载 IntelliJ IDEA Ultimate 版本，并参考 IntelliJ IDEA 说明进⾏安装。
2. 下载 Demo ⼯程 
请在 下载 CMQ 的 Demo ⼯程 到本地，解压后即可看到本地新增的 cmq-java-tcp-sdk-master ⽂件夹。

配置 Demo ⼯程

TCP SDK
最近更新时间：2020-09-10 14:54:27

https://www.jetbrains.com/idea/
https://github.com/tencentyun/cmq-java-tcp-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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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创建资源
您需要在控制台创建所需消息队列资源，包括 CMQ 队列名、SecretID、SecretKey。 
具体创建过程请参考 队列模型快速⼊⻔ 和 主题模型快速⼊⻔。

2. 导⼊ Demo ⼯程⽂件 
在 IDEA 的开机界⾯打开⽂件夹。 

打开⽂件夹后，⽂件层级关系如下，Demo ⼯程⽂件存于 Demo ⽂件夹下。 

3. 配置 Demo 参数 
修改⽂件 NameServer 地址、密钥对及消息队列名，NameServer 地址请参考 NameServer 对照表。 
以 ProducerDemo 为例，配置如下：

producer.setNameServerAddress(“对应的NameSever”)； 

producer.setSecretID(“获取的SecretID”) 

producer.setSecretKey(“获取的SecretKey”) 

String queue = “创建的队列名”

https://intl.cloud.tencent.com/document/product/406/8436
https://intl.cloud.tencent.com/document/product/406/84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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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图⽰如下：

运⾏ Demo

使⽤队列模型收发消息

1. 配置 Demo 参数。

2. 执⾏⽂件 ProducerDemo，成功后显⽰⽇志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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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ducerDemo ⽀持普通消息、延时消息、异步消息的发送。 

3. 执⾏⽂件 ConsumerDemo，可接收消息。

使⽤主题模型收发消息

1. 运⾏ PublishDemo 类以主题模型进⾏消息发送。
2. 运⾏ SubscriberDemo 类以主题模式进⾏消息接收。

收发事务消息

1. 运⾏ ProducerTransactionDemo 类进⾏事务消息发送。
2. 运⾏ SubscriberTransactionDemo 类进⾏事务消息接收。

">

Nameserver 对照表

地区 公⽹地址 VPC 地址

印度
http://cmq-nameserver-
in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in.api.tencentyun.com

北京 http://cmq-nameserver-
bj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bj.api.tencenty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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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
http://cmq-nameserver-
sh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sh.api.tencentyun.com

⼴州
http://cmq-nameserver-
gz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gz.api.tencentyun.com

北美
http://cmq-nameserver-
ca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ca.api.tencentyun.com

成都
http://cmq-nameserver-
cd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cd.api.tencentyun.com

重庆
http://cmq-nameserver-
cq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cq.api.tencentyun.com

中国⾹

港

http://cmq-nameserver-
hk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hk.api.tencentyun.com

韩国
http://cmq-nameserver-
kr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kr.api.tencentyun.com

俄罗斯
http://cmq-nameserver-
ru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ru.api.tencentyun.com

新加坡
http://cmq-nameserver-
sg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sg.api.tencentyun.com

泰国
http://cmq-nameserver-
th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th.api.tencentyun.com

美东
http://cmq-nameserver-
use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use.api.tencentyun.com

美⻄
http://cmq-nameserver-
usw.tencentcloudapi.com

http://cmq-nameserver-vpc-
usw.api.tencentyun.com


